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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改进的犛犐犉犜算法检测桥梁拉索表面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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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了一种分布式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对斜拉桥拉索表面的损伤缺陷进行自动无损检测。该系统采用

４个ＣＣＤ摄像头分布在拉索表面一周获取图像，一个缺陷有可能分布在几幅图像中。为了快速有效地获得

完整的拉索表面缺陷，本文提出了改进的尺度不变特征变换（ＳＩＦＴ）特征匹配算法对缺陷图像进行自动拼接。

首先，采用简洁有效的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提取特征点；然后，根据检测系统采集的缺陷图像的特点，简化ＳＩＦＴ算子

的特征点主方向分配和匹配图像旋转等算法步骤，对特征点进行描述和匹配；最后，融合匹配图像，得到相对

完整的缺陷图像。实验结果表明，利用改进的ＳＩＦＴ算法对拉索表面缺陷图像进行自动拼接，降低了算法的

复杂度，提高了桥梁拉索表面缺陷检测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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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拉索桥具有外形美观、跨越能力强等特点，

是大跨度桥梁的最主要桥型，在桥梁建设中被广

泛采用［１］。斜拉桥由许多固定在竖向塔上的钢缆

拉索拉起桥面，因而拉索是其中的重要受力构件。

为确保斜拉桥安全工作并延长其使用寿命，对斜

拉索桥的拉索进行检测成为桥梁健康监测的一个

重要课题［２］。拉索表面ＰＥ保护层的破损缺陷成

为拉索腐蚀、断丝的主要因素。目前主要由拉索

维护人员对拉索表面的破损进行检测［３］。为避免

人眼检测的主观误判以及高空作业带来的安全隐

患，本文采用机器视觉检测系统完成缺陷的检测、

判断和定位［４］。

拉索是大型圆柱体结构，检测系统采用４个

摄像头同时获取圆柱体表面一周的图像。为了检

测到完整的缺陷，需要对缺陷图像进行自动拼接，

从而提高检测的精度。拉索表面缺陷图像的光照

不均匀，背景复杂多样，图像特征比较简单，而且

只有较少的局部相似区域。尺度不变特征变换

（ＳＩＦＴ）匹配算法可通过提取并描述特征点来实

现图像匹配，对尺度变换、旋转、亮度等变化能够

保持稳定不变［５６］。基于ＳＩＦＴ图像配准的应用

包括机器人定位、目标识别、遥感和计算机视觉等

领域［７］。但是，ＳＩＦＴ算法复杂度高，不利于快速

实时处理［８］，加速稳健特征（ｓｐｅｅｄｅｄｕｐｒｏｂｏｓｔ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ＳＵＲＦ）算法在计算速度上有较大提高，

但其只描述了特征点周围的３／８信息，影响了后

续的图像配准精度［９１０］。本文采用计算简单、有

效的 Ｈａｒｒｉｓ算法提取角点
［１１］，并根据分布式检

测系统获取缺陷图像的特点，提出了改进的ＳＩＦＴ

图像拼接算法，实现了拉索表面缺陷的快速完整

检测。

１　分布式机器视觉检测系统

分布式系统采用４个ＣＣＤ摄像头固定在同

一水平面，组成一个并行式的图像采集器阵列。

在进行拉索表面图像采集时，使图像采集阵列组

成的平面和拉索垂直，并且４个ＣＣＤ摄像头等间

隔分布在拉索四周，系统整体结构如图１所

示［１２］。爬行机器人装载图像采集器阵列、数字信

号处理器（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ｉｇｎ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ｒ，ＤＳＰ）处理平

台、光源、光电位置传感器和存储设备等。

图２所示为本文设计和采用的分布式机器视

觉检测系统的实验装置。爬行机器人装载检测系

统沿拉索攀爬，４个ＣＣＤ摄像头用来获取拉索表

面一周的图像数据，这些数据通过ＤＳＰ进行处理

和缺陷识别。光电编码器和计数器用于标记和记

录系统的位置信息。如果系统采集到缺陷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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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拉索缺陷检测系统结构示意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

则将缺陷图像及其定位信息保存到存储器，自动

放弃无缺陷图像。这样，拉索表面一周的图像采

集处理完成之后，系统在ＤＳＰ的控制下，继续往

前爬升，进行下一周图像的采集处理。

图２　分布式机器视觉检测系统装置

Ｆｉｇ．２　Ｄｅｖｉｃｅ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Ｍａｃｈｉｎｅ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ｓｐｅｃ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２　犛犐犉犜匹配算法分析

２．１　尺度空间的犇犗犌特征点检测

特征点检测是先通过高斯函数犌（狓 ，狔，σ）

对被处理图像犐（狓 ，狔）卷积建立多尺度空间犔

（狓，狔，σ）函数：

犌（狓，狔，σ）＝
１

２πσ
２ｅ
－（狓

２
＋狔
２）／２σ

２

（１）

犔（狓，狔，σ）＝犌（狓，狔，σ）犐（狓，狔） （２）

式中，（狓，狔）为空间坐标；σ是可变尺度空间因子。

取不同的σ值可建立一组高斯尺度空间图像，若

干组图像构成一个具有尺度空间不变性的高斯金

字塔，从而生成被处理图像犐（狓 ，狔）的多尺度空

间。

尺度归一化的高斯拉普拉斯函数（Ｌａｐｌａｃｉｏｎ

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ＬＯＧ）σ
２
*

２犌具有尺度不变性，高斯

差分函数（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ＤＯＧ）与其非

常近似。ＤＯＧ算子和高斯差分尺度空间犇（狓，

狔，σ）分别表示为：

犌（狓，狔，犽σ）－犌（狓，狔，σ）≈ （犽－１）σ
２
*

２犌 （３）

犇（狓，狔，σ）＝ （犌（狓，狔，犽σ）－犌（狓，狔，σ））犐（狓，狔）

＝犔（狓，狔，犽σ）－犔（狓，狔，σ） （４）

其中，犽为常数乘性尺度因子。将相邻尺度的图

像进行差分后，再比较ＤＯＧ尺度空间的检测点

和其周围的相邻点，以确定极值点。由于检测点

易受噪声和边缘的干扰，用ＤＯＧ函数的 Ｔａｙｌｏｒ

展开式来拟合极值点以确定特征点：

犇（犡）＝犇＋
犇

Ｔ

犡
犡＋

１

２
犡Ｔ

２犇

犡
２犡 （５）

　　对上述函数求极值，对应的极值点和相应方

程的值为：

犡^＝－

２犇－１

犡
２

犇

犡
（６）

犇（^犡）＝犇＋
１

２
犇

Ｔ

犡
犡^ （７）

　　通过比较犇（^犡）的值来剔除低对比度的不稳

定极值点。对于ＤＯＧ函数较强的边缘响应，通

过计算极值点的Ｈｅｓｓｉａｎ矩阵主曲率大小来进行

排除［５］。

在进行匹配时，每个特征点（狓，狔）处的梯度

值和方向可表示为：

犿（狓，狔）＝ ［（犔（狓＋１，狔）－犔（狓－１，狔）］
２
＋［（犔（狓，狔＋１）－犔（狓，狔－１）］槡

２ （８）

θ（狓，狔）＝ｔａｎ
－１｛［（犔（狓，狔＋１）－犔（狓，狔－１）］／［犔（狓＋１，狔）－犔（狓－１，狔）］｝ （９）

　　以特征点为中心，统计一定邻域内的像素点

的梯度方向和梯度幅值。以梯度直方图来判定特

征点方向，在梯度直方图中，最大峰值的柱所处的

位置角度表示特征点处邻域梯度的主方向，也就

是特征点的主方向。

２．２　特征点描述

特征点可以用一组特征向量来描述，如图３

所示，以特征点为中心，取８×８的邻域窗口，在图

像半径区域内对每个像素点求其梯度幅值和方

向，并生成方向直方图。

图３　特征点的特征向量生成

Ｆｉｇ．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Ｖｅｃｔｏｒｏｆ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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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３所示，在４×４的区域内，可计算８个

梯度方向直方图，并计算其累加值，从而作为一个

种子点。这样，８×８的邻域共生成４个种子点。

在实际应用中，采用１６个４×４的区域来处理，这

样，每个特征点将有１６个种子点。最终一个特征

点由１６×８共１２８个数据组成的特征向量来描

述。

２．３　特征点匹配

ＳＩＦＴ特征描述符的欧氏距离用来判断特征

点是否匹配。式（１０）表示的特征描述符为两幅待

匹配图像所生成，则其欧氏距离如式（１１）所示：

犚犻 ＝ ［狉犻１狉犻２ …狉犻１２８］，犛犻 ＝ ［狊犻１狊犻２ …狊犻１２８］

（１０）

犱（犚犻，犛犻）＝ ∑
１２８

犼＝１

（狉犻犼－狊犻犼）槡
２ （１１）

　　然后，采用ＢｅｓｔＢｉｎＦｉｒｓｔ算法
［１３］搜索某个

特征点的最近邻和次近邻两个特征点。若被搜索

特征点为犈，而犘和犘′是与其欧氏距离最短和次

短的两个特征点，计算犈犘和犈犘′的距离比率犣，

如果犣值比某一阈值犜 小，则将（犈，犘）作为匹配

点对匹配成功。为了进一步删除错误匹配点对，

最后采用随机抽样一致性（ｒａｎｄｏｍ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ｎ

ｓｅｎｓｕｓ，ＲＡＮＳＡＣ）算法在全部匹配的特征点对中

抽取部分特征点计算图像的变换模型［７］，统计出

符合模型的准确的特征点。

３　改进的犛犐犉犜算法

对于嵌入式实时系统来说，ＳＩＦＴ算法复杂度

高，计算量较大，在特征点检测过程中，要多次用

高斯核和 ＤＯＧ算子进行检测以及重复比较判

断。根据本文桥梁拉索检测系统所获取图像的处

理要求，在特征提取和匹配过程进行了改进。

１）根据前述ＳＩＦＴ匹配算法分析可知，采用

多尺度空间ＤＯＧ算子提取的候选特征点数量较

多，对其进行筛选判断也比较复杂，整个提取过程

计算量大，难以满足实时性要求较高的系统和大

数据量处理的需求。在不影响ＳＩＦＴ配准算法鲁

棒性的基础上，为提高其运算速度，本文采用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来替代ＳＩＦＴ算法中提取特征点的部

分。将像素点狌（狓，狔）的自相关矩阵表示为：

犕（狌）＝
犐２狓（狌） 犐狓狔（狌）

犐狓狔（狌） 犐
２
狔（狌

［ ］） （１２）

式中，犐狓、犐狔表示图像点狌的灰度在狓和狔方向的

偏导；而犐狓狔为二阶混合偏导。Ｈａｒｒｉｓ角点响应函

数犚表示为：

犚＝ｄｅｔ（犕）－犽ｔｒ
２（犕） （１３）

式中，ｄｅｔ代表犕 的行列式；犽是一个大于０的常

数，通常取０．０４～０．０６，本文取０．０４；ｔｒ为犕 矩

阵的迹。对于检测点，通过上述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来计

算犚的大小，并设定阈值犜０，若犚＞犜０，则该点确

定为特征点。由于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只用到灰度的滤

波和一阶差分，能够最大限度地将局部特征点提

取出来，并且具有旋转及仿射不变性，所以其特征

点提取不仅稳定有效，而且计算也十分简单，较

ＳＩＦＴ特征点提取大大降低了运算复杂度。

２）本文的拉索表面缺陷检测系统中，ＣＣＤ

的位置是固定的，并且按照相应的角度获取拉索

缺陷图像，这些缺陷图像具有相同的几何尺寸和

确定的位置顺序。在图像的特征点提取出来之

后，由于被匹配图像之间具有严格的配准位置和

方向，因此，按照ＳＩＦＴ算法描述生成特征向量

时，可以不必为特征点确定主方向和旋转匹配图

像，就能保证对应的特征点准确匹配，自动满足

ＳＩＦＴ的旋转不变性。这样可以进一步降低匹配

计算的复杂度。

４　拉索缺陷图像拼接实现

４．１　图像融合

为了获取完整的拉索表面缺陷图像，在利用

ＳＩＦＴ特征匹配算法对待配准缺陷图像进行处理

之后，还需要选择合适的图像融合策略来完成图

像的拼接。常用的图像融合算法有：① 取单幅图

像上的重叠区域；② 图像重叠区域数据的加权平

均；③ 渐进渐出的方法实现平滑过渡。在两幅图

像间的光照变化较大时，为了防止拼接后图像连

接处出现明显的接缝，一般采用后两种方法。采

用加权平均融合法是对两幅图像的重叠区域进行

加权后再叠加［１４］。假设拼接图像为犐１（狓，狔）和

犐２（狓，狔），拼接后的图像犐（狓，狔）可表示：

犐（狓，狔）＝

犐１（狓，狔），（狓，狔）∈犐１

犽１犐１（狓，狔）＋犽２犐２（狓，狔），（狓，狔）∈犐１ ∩犐２

犐２（狓，狔），（狓，狔）∈犐

烅

烄

烆 ２

（１４）

犽１ 和犽２ 分别是待拼接图像中重叠区域内对应像

素的权值，并且满足犽１＋犽２＝１，０＜犽１＜１，０＜犽２

＜１。本文实验取犽１＝犽２＝０．５。

４．２　缺陷图像拼接流程

整个算法流程如图４所示。由桥梁拉索表面

缺陷检测系统的ＣＣＤ获取到相邻两幅拉索缺陷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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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为了增强图像匹配的稳定性，对采集来的拉

索表面缺陷图像进行图像预处理，去除图像背景

中的部分噪声特征点。然后，采用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对

两幅图像进行特征点提取，并利用ＳＩＦＴ算子对

特征点进行描述和匹配。最后，通过加权平均融

合算法获取完整的缺陷图。

图４　拉索缺陷图的拼接算法流程图

Ｆｉｇ．４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ｆｏｒＤｅｆｅｃｔＩｍａｇｅＭｏｓａｉｃ

４．３　拼接图像效果评估

拼接图像通过客观评价指标进行评估［１５］，本

文采用拼接图像的信息熵来评价图像拼接效果。

假设一幅图像的灰度范围为｛０，１，…，犔－１｝，则

其信息熵定义为：

犕 ＝－∑
犔

犽＝０

［狆（犽）·ｌｏｇ狆（犽）］ （１５）

式中，狆（犽）表示图像中像素的灰度值为犽时的概

率。对于本文拼接图像的质量评价，若熵值犕 越

大，则表明拼接效果也就越好。

５　实验与分析

本文实验基于ＰｅｎｔｉｕｍＤｕｅｌｃｏｒｅＣＰＵ主频

为２．１Ｇ和内存为２Ｇ的主机，并且在 Ｍａｔｌａｂ

２０１０ａ仿真环境下运行，实现了拉索表面缺陷图

像的拼接。图５～８表示了实验的缺陷图像的拼

接过程。

图５　滤波处理后待拼接的缺陷图

Ｆｉｇ．５　ＤｅｆｅｃｔＩｍａｇｅｓＡｆｔｅｒＤｅｎｏｉｓｉｎｇＰｒｏｃｅｓｓ

图５为相邻两个ＣＣＤ摄像头采集到的两幅

缺陷图并经过滤波处理，其大小均为４９０×４８５。

将预处理后的缺陷图通过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提取特征

点，提取特征点后的缺陷图如图６所示，可见这些

特征点都是反映了图像结构的角点。图７（ａ）、

７（ｂ）和７（ｃ）分别表示利用原ＳＩＦＴ匹配算法、

图６　Ｈａｒｒｉｓ算子提取的特征点

Ｆｉｇ．６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ｂｙＨａｒｒｉｓＯｐｅｒａｔｏｒ

图７　缺陷图像特征点的配准连线

Ｆｉｇ．７　Ｆｅａ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ＭａｔｃｈｉｎｇｉｎＤｅｆｅｃｔＩｍａｇｅ

图８　缺陷图像融合拼接结果

Ｆｉｇ．８　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ＤｅｆｅｃｔＡｆｔｅｒＩｍａｇｅＭｏｓａｉｃＰｒｏｃｅｓｓ

ＳＵＲＦ匹配算法和本文改进的ＳＩＦＴ匹配算法进

行特征点配准并连线的缺陷图像。其中，ＳＩＦＴ算

法的匹配特征点较多，后两种算法的匹配特征点

相对较少。图８（ａ）、８（ｂ）和８（ｃ）是分别对上述三

种算法的配准图像采用加权平均融合算法对缺陷

图像进行拼接之后的完整缺陷图。拼接之后，整

个缺陷都被完全显示和检测出来。

表１对以上三种匹配算法的实验数据以及拼

接之后的图像效果进行了分析对比。由表１可

知，ＳＵＲＦ算法较原ＳＩＦＴ算法计算速度提高了，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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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特征点的误配率增加了，图像的拼接效果有

所下降。而改进的ＳＩＦＴ算法提取的特征点比

ＳＩＦＴ算法大大减少，提高了算法的运算速度，而

且提取的特征点描述了图像的基本结构，有利于

正确匹配，从而降低了特征点的误配率，拼接图像

效果也有所提高。

表１　实验结果对比

Ｔａｂ．１　Ｃｏｍｐａｒｓｉｏｎｓ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Ｒｅｓｕｌｔｓ

算法
总时

间／ｓ

匹配

点数

误配

点数

误配

率／％

图像

熵

ＳＩＦＴ ７．１６ １２９ ６ ４．６５ ６．８６

ＳＵＲＦ ２．４３ ５９ ４ ６．７８ ６．６３

本文算法 ０．７１ ５２ ２ ３．８５ ６．８８

６　结　语

本文针对分布式机器视觉的表面缺陷检测中

缺陷图像只包含部分缺陷的问题，研究了实时、快

速的图像融合拼接算法。该算法对ＳＩＦＴ的特征

匹配进行改进，采用运算简单、有效的 Ｈａｒｒｉｓ算

子代替ＳＩＦＴ算法中的ＤＯＧ算子来提取特征点，

同时简化了特征点主方向分配和匹配图像旋转等

算法步骤，不仅降低了算法复杂度，而且降低了图

像配准的误配率。利用本文算法对缺陷图像进行

拼接实验，结果表明，分离的缺陷能够自动拼接成

完整缺陷并有效地被检测出来。同时，本文提出

的图像配准拼接方法可以应用于其他分布式机器

视觉检测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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